
A23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2年11月14日(星期三)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早前出席一個學術活動

時曾表示， 「地方法院不能宣布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是無效及違法⋯⋯若法官知道中央與特區的關係，

便不會犯這樣的錯誤。」這番言論被公民黨惡意解讀

為影響香港司法獨立。梁愛詩日前接受《環球時報》

訪問時表示，現在的香港需要更多理性、冷靜的思

考。接 梁愛詩評價香港回歸15年來的法制發展時，

指香港所謂「五十年不變」，並非「就是香港的一切事

物停留在1997年6月30日，甚麼都不變就是成功」。她

認為五十年不變是指，「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不變，並非香港的所有情況不變」，「法律制度本身就

是不斷變化的」。

梁家傑粗口恰好用來罵他自己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公然粗鄙不堪辱罵梁愛詩：「佢係

講法律制度，咁就狗屁不通，法律制度點會日日改變？

邊個話畀你聽法律制度會改變？就算我 祖國 法律制

度都唔會改變啦。」公民黨議員湯家驊聲稱，梁愛詩的

言論影響司法獨立，並且故意發表言論令社會對法官存

在藐視、侮辱或失去信心也可能違法，促請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回應是否有人違犯藐視法庭罪云云。

公民黨一眾大狀扮「朕即法律」化身，但講起法律制

度來卻違反法律常識。按照常識，無論是香港和國際社

會的歷史事實都充分說明，法律制度不可能一成不變，

會因時代發展而變化。哈佛法學院歷史上履職時間最長

的院長龐德（Roscoe Pound）指出：「人們必須根據法律

所應調整的實際生活的變化，不斷對法律制度進行檢查

和修改。如果我們探尋原理，那麼我們既要探索穩定性

原理，又必須探索變化原理。」擔任過美國最高法院大

法官的著名法學家卡多佐（Benjamin Nathan Cardozo）亦

指出：「法律的確定性並非追求的唯一價值，實現它可

能會付出過高的代價，法律永遠靜止不動與永遠不斷變

動一樣危險，妥協是法律成長的原則中很重要的一

條。」龐德與卡多佐的著名論述，證明梁愛詩所說「法

律制度本身就是不斷變化的」，是正確無誤的觀點。梁

家傑辱罵梁愛詩的那句粗口：「佢係講法律制度，咁就

狗屁不通」，恰好用來罵他自己。

梁家傑既缺乏基本常識又別有用心
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曾生動地論述：「《基本法》就

像為香港特區建造了一套完整的骨骼支架，我們要用實

質的經驗、本地的立法、法院判案的法理材料去長出肌

肉和經脈，使得整個身軀得以發展完備。」2009年4月6

日，時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李國能在第十六屆英聯邦

法律會議（香港）開幕禮上發表演辭也提到：「在不同

的普通法適用地區中，普通法都沿 不同的軌道而演變

⋯⋯世界上沒有一致的普通法，也沒有單一的普通法制

度。」事實上，普通法法系的國家進入20世紀以來，其

普通法制度變化最顯著的特徵是，制定法大量增加，不

少人更加強調制定法優於判例法，認為判例法不能違背

制定法，制定法可以修改和廢止判例法。

梁家傑雖為資深大狀，他那句「邊個話畀你聽法律制

度會改變」真是自暴其醜。若不是缺乏基本常識，就是

別有用心。正如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指出，「五十

年不變」是指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並非香港所有

情況都不變，他炮轟公民黨等若非「原教旨主義」，就

是存心不承認香港經已回歸，「詐傻扮懵」、「呃後生

仔」及「砌梁愛詩生豬肉」。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對梁愛詩欲加之罪，暗示其違犯藐

視法庭罪云云。湯家驊的恫嚇可謂貽笑大方。梁愛詩不

過是就本港的司法制度發表一些意見，既不涉個別案

件，也不涉法官判案，試問如何影響司法獨立？況且本

港的藐視法庭罪早已過時。英國1981年已修改《藐視法

庭法》，規定在下列情況下可以免責：（1）「合理注意」

可免責，「不構成藐視法庭罪」。（2）「公正、善意」

可免責。（3）「公共利益」可免責。在公民黨議員中，

湯家驊這名龍頭大哥，素被譏為「湯大口」，經常異想

天開、走火入魔，說話不經過大腦。

梁家傑攻擊梁愛詩的言論形同

向法律界開火、向港人最關注的

法治宣戰云云， 這是典型的扮「朕即

法律」恫嚇他人，圖造寒蟬效應。公民黨內一些大狀往

往自以為他們才懂《基本法》、才有資格解釋《基本

法》，他們攻擊、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

和擁有釋法的最終權力， 並曾導演穿黑袍反釋法的鬧

劇。這充分反映了該黨一些大狀自負、武斷以及「朕即

法律」的心態。公民黨的所作所為，在不顧職業道德和

操守、對抗憲制、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等方面，令公眾

失望並引起質疑。

公民黨經常扮「朕即法律」
人大於2007年12月對香港政制發展作出決定後，公民

黨前黨魁余若薇煽動說：「人大決定，不是不可以改

變。」梁家傑則叫囂：「就算『公投』有試圖推翻人大

決定的效果，那又如何？」此為扮「朕即法律」對抗憲

制一例；公民黨的訟棍濫用司法程序狙擊港珠澳大橋工

程遭正義輿論斥責後，公民黨反誣批評者「破壞司法獨

立」，此為扮「朕即法律」恐嚇市民一例。

古人說「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討論問

題應有君子風度，虛懷若谷，勿做惡意攻擊，或妄自尊

大。然而公民黨既攻擊與其意見不同的人是「狗屁不

通」，又稱「邊個話畀你聽法律制度會改變」。事實上，

到底是誰「狗屁不通」呢？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是知也。」老子《道德經》說：「知其榮，

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

樸。」這些有益的格言，值得公民黨反省。

公民黨一眾大狀扮作「朕即法律」化身，對梁愛詩的言論極盡歪曲攻擊之能事，企圖恫嚇他

人製造寒蟬效應，同時推銷公民黨違反《基本法》和法律常識的私貨。公民黨攻擊與其意見不

同的人是「狗屁不通」，又稱「邊個話畀你聽法律制度會改變」。事實上，到底是誰「狗屁不通」

呢？梁家傑辱罵梁愛詩的那句粗口，恰好用來罵他自己。公民黨的所作所為，不顧職業道德和

操守、對抗憲制、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怎能不令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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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扮「朕即法律」恫嚇他人圖造寒蟬效應

直播圍政總 亞視稱合理

特首籲通過「長津」惠長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11月
12日（倫敦時間）展開在英國倫敦的訪問。她會晤了當地國
會議員、商界領袖和社會企業代表，向他們介紹香港的最新
發展。其間，她參觀了當地為社會企業提供資金及支援的主
要組織UnLtd，並與UnLtd主席Cliff Prior會面，為香港成立的
社會創新及企業發展基金了解當地的相關經驗，又探訪了名
為Arrival Education的社會企業，該企業為弱勢學生和義工舉
辦發展他們潛能的課程。

介紹CEPA商機香港新政
林鄭月娥在倫敦出席了由鄧蓮如男爵擔任會長的香港工商

協會的午宴，並向逾150名嘉賓介紹第四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的施政重點，分別是房屋、經濟、環境、扶貧，以及在《內
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的商機。香港工
商協會是當地維繫香港特別行政區和英國悠久關係的組織。

下午，她與英國國會All Party Parliamentary China Group
（APPCG）的主席Richard Graham和議員，及APPCG旗下的
Hong Kong Sub-group主席Lord Wei會面時，向他們介紹香港
落實「一國兩制」及政制發展的情況，當中包括在9月舉行的
立法會選舉，增加了公眾的參與程度。

陪同林鄭月娥訪問的官員還包括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
暉、香港駐歐洲聯盟特派代表黎蕙明及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
辦事處處長鍾小玲。今日（倫敦時間11月13日），她會與高層
官員和文化創意業及教育界的領袖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亞洲電視員工組織「亞洲會」早前在
政府總部集會，反對當局增發免費
電視牌照，亞洲電視並全程直播。
通訊事務管理局昨日在接受傳媒查
詢時表示，有關的投訴個案已經近
2,000宗。亞視執行董事盛品儒昨日
回應說，是次示威屬重大事件，亞
視直播是「合法、合情、合理」的。

盛品儒昨日在一公開場合被問及
亞視早前全程直播「亞洲會」示威
而被投訴一事時說，該次示威由

「亞洲會」舉辦，有不少市民到場
支持，是一重大事件，故亞視全程
直播並無不妥。被問及有亞視前員
工形容當日示威是「爛騷」，他則
認為訴求不一定要激進，輕輕鬆鬆
的效果可能更好。

議員書面質詢擬加「兩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

屆立法會議員數目由60人增加至70
人，令立會很多安排都要作出調
整。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昨日在
閉門會議上通過，將目前議員書面
質詢數目由14條加至16條，議員的
口頭質詢則初步建議同樣增加2
條，但仍須諮詢議員的意見後，才

決定是否落實。
另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

在財務委員會提出「剪布」建議，
有反對派議員要求將之交由議事規
則委員會接下這「燙手山芋」。議
事規則委員會在昨日會議上未能就
此達成共識，但就較傾向應繼續由
財委會自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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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將於本周五繼續審議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的
撥款申請，但反對派為阻撓申請通過而提出逾
千條修訂，令人擔心撥款能否於會上進入表決
程序。特首梁振英昨晨在行政會議舉行前再次
呼籲財委會盡快通過撥款，讓40萬名合資格長
者盡早受惠。

梁振英昨晨在行會舉行前主動向記者表示，
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的推行時間緊迫，並需要一
段時間準備有關工作，「即使（今個）星期五
財委會通過（撥款申請），我們的政府同事已

（也）要加班工作，甚至（2013年）過（農曆）

年的5天公眾假期都要加班」，故呼籲財委會能
在本周五通過特區政府的撥款申請。「財委會
能早些通過的話，我們的錢就能早些到老人家
手上，現在時間已經相當緊迫。」

同日，梁振英出席香港城市大學學位頒授儀
式期間，約10多名自稱由城大學生組成的示威
者，高舉示威牌以「攔路」的方式，要求長者
生活津貼免資產審查，及設立「全民退保」計
劃。

其間，示威者多次衝擊在場維持秩序的保安
員，令場面一度混亂，有示威者以至記者在混亂
期間被推倒地上。

另外，梁振英昨日在活動前又主動不點名提
到昨日出版的《東周刊》，刊出有關內地雙非孕
婦到香港非法產子有死灰復燃的跡象，「我在
這裡想向大家清楚地講，亦通過傳媒向有意來
香港非法產子的內地雙非孕婦講清楚，特區政
府有絕對信心和把握遏止雙非孕婦來香港非法
產子」。

堅決打擊雙非中介
他並強調特區政府會大力打擊所有非法中介

活動，而私家醫院亦已公開表示繼續配合政府
的政策和措施。

加稅壓樓贏掌聲
梁振英民望彈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遏

抑樓宇炒風，特區政府推出了「強化

版」額外印花稅措施，並不排除在有

需要時再出手。當局的決定獲得香港

市民的廣泛支持。根據香港大學民意

研究計劃昨日公布的調查發現，特首

梁振英及其問責團隊成員的民望普遍

回升：梁振英的支持度上升至53分，

較10月調查上升了3.9分，支持率更升

至42%，顯著上升了5個百分點，而其

他涉及新平穩樓市措施的官員，包括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張炳良的民望亦同時上升。

是次調查於2012年11月1日至8日，即特區

政府推出新樓市措施後進行，共訪問了

1,028名香港巿民，結果發現梁振英及其管治團

隊成員的民望普遍回升。其中，梁振英的民望

評分及支持度均較10月17日至23日進行的調查

顯著上升，也是該調查在8月14日至18日後梁振

英錄得的最高評分及支持率，反映梁振英大致

回到7月中初上任後的調查的水平，其最新民望

淨值則大幅上升了9個百分點，現為負1個百分

比。

林鄭財爺評分同受惠

在3名司長方面，林鄭月娥的民望最高，其最

新支持度評分為62.2分，較10月4日至10日的調

查上升了2.1分，支持率更較前顯著上升4個百

分點至62%，反對率不變，有12%，民望淨值

為正50個百分比。曾俊華的最新支持度評分增

1.4分至58分，支持率則大增6個百分點至58%，

反對率略減1個百分點至11%，民望淨值為正47

個百分比，增7個百分點。袁國強的最新支持度

評分則微升0.3分至為51.5分，支持率增4個百分

點至29%，反對率為11%，民望淨值為正18個

百分比。

涉房策問責官齊加分
在12名局長中，有8人的支持率淨值上升，3

人下跌，1人不變。最新推出的樓市措施，對有
關政策的官員，包括陳家強、張炳良及陳茂波
的民望具積極作用。其中，陳家強的支持率為
53%，較10月調查上升了6個百分點，支持率淨
值增7個百分點，在12名局長中排名第四。張炳
良支持率同樣上升了6個百分點至49%，其支持
率淨值增3個百分點，排第五。陳茂波的最新支
持率則上升3個百分點至19%，反對率顯著減少
了5個百分點至46%，其支持率值大幅上升了8
個百分點，惟在12名局長中仍排名最末。

同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仍然是民望
最高的局長，其最新支持率為77%，較前上升

了4個百分比，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最新支持率為
24%，較前增5個百分點，反對率增4個百分點
至46%，在12名局長中排名第十一。

另外，負責「推銷」長者生活津貼的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是次調查中支持率為
59%，較前顯著下跌了6個百分點，而反對率同
時增加了5個百分點至11%，令其支持率淨值大
幅下跌11個百分點，惟其支持率仍在12名局長
中排第二。處理免費電視新牌照的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支持率為26%不變，反對
率則增7個百分點至17%，支持率淨值減少了7
個百分點，排第十。

宜把握機會爭取民心
民研計劃總監鍾庭耀分析稱，在政府推出樓

市措施後進行的最新調查顯示，梁振英及其管
治團隊成員的民望普遍回升，特區政府應該把
握機遇，小心爭取民意。

■梁振英出席城大頒授儀式期間，因「長津」的資產審查而被示威者「攔路」，但民調反映其最新

支持率獲普遍市民支持而急升。 記者梁祖彝 攝

■林鄭月娥與香港工商協會的高層人員合照。前排左四為鄧蓮如男爵。

■林鄭月娥與Richard Graham（右）及Lord Wei（左）交流。


